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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藻外語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7 學年度國民小學教師教育學程新生甄選 

「教育基本知識」考題 

 

 
※單選題（每題 2分）：請將答案填寫於考題後面之答案卷 

1. 我國目前的國民義務教育是幾年？(A) 6年 (B) 9 年 (C) 12年 (D) 16 年。 

2.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推動是近年來我國教育最重要的政策之一。下列何者不是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主

要理念？(A)多元進路 (B)因材施教 (C)技職優先 (D)適性揚才。 

3. 下列何者不是我國目前「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的特色？(A)強迫入學 (B)免學費（家庭年所得符合條件者） (C)

公私立學校並行 (D)免試為主。 

4. 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目前國民小學每班學生人數編制為幾人（最多幾位

學生）？(A) 26人 (B) 27人 (C) 28人 (D) 29 人。 

5. 依據 106 年所通過的師資培育法，師資生修習完師資職前教育課程之後，是要先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或先

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後，再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A)先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 (B)先通過教師資格檢定考

試後，再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 (C)可自由選擇 (D)國小師資生要先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中學師資生要先通

過教師資格檢定考試後，再進行一學期的教育實習。 

6. 下列何者是指教師將課堂講述內容錄製為影片，讓學生在課前先觀看，而將課堂時間用於或討論、問題解決或

練習等教學互動，以提升學習成效？ (A)精熟學習 (B)翻轉教室或翻轉教學 (C)學習共同體 (D)差異化教學。 

7. 小明的生日是民國 107年 1月 1日，請問其何時應進入國民小學就讀？(A)民國 112年 8月 (B)民國 113年 8月 (C)

民國 114 年 2月 (D)民國 114年 8月。 

8. 關於「體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教育基本法明文禁止教師體罰 (B)即使學生的監護人同意，教師也不

可實施體罰 (C)處罰學生就是體罰學生，所以教師也不可處罰學生 (D)體罰在任何教育階段皆被禁止。 

9. 「尊重差異」為當今教育改革議題之一，其精神符合下列何種教學理念？(A)反省教學 (B)有效教學 (C)建構主

義 (D)多元文化教學。 

10. 近年許多教育相關議題引發大眾關注，下列那些議題與當前 M 型化社會與扶助社會弱勢者教育之精神相關？(A)

幼托整合 (B)中小學補救教學 (C)健康操推廣計畫 (D)翻轉教室或翻轉教學。 

11. 教育基本法對學生權利有諸多的保障，其中不包括下列何者？(A)受教育權 (B)身體自主權 (C)專業自主權 (D)人

格發展權。 

12. 我國現階段「六三三四」學制，也就是國小 6 年、國中 3 年、高中 3 年、大學 4 年，已行之多年，此一學制仿

效自何國？(A)法國 (B)英國 (C)德國 (D)美國。 

13. 西方的「教育」（education）一詞，乃由拉丁文 educare 這個動詞演變而來，其原意若應用在學校教育上，應強

調何種教育作為？(A)重視人權的學生行為管教模式 (B)強調學生潛能開發的教育方法 (C)重視行善的學校教育

目的  (D)強調灌輸知識的教育方式。 

14. 當教師欲對學生的行為施以懲戒時，必須依循下列何種規準？(A)現行社會的規範 (B)社會大眾的期待 (C)家長個

別的需求 (D)教育的目的。 

15. 關於教學任務的敘述，下列何者較為狹隘？(A)傳遞國定課程內容 (B)增進學生認知能力 (C)發展學生學習知

能 (D)涵育學生品德思想。 

16. 凡是我國之國民，不分性別、年齡、能力、地域、族群、宗教信仰、政治理念、社經地位及其他條件如何，一

律都可進入國民小學接受教育，這是教育基本法第三條規定教育之實施應有的什麼原則？(A)有教無類 (B)個別

差異 (C)多元發展 (D)開發潛能。 

17. 「人師」與「經師」的差別，在於「人師」可以達到下列何者？(A)對學生人格感化 (B)樹立教師權威 (C)與同事

人際關係和諧 (D)具有良好的適應能力。 

18. 教師在管理學生的上課秩序上，何者比較人性化？(A)與學生一起討論班規 (B)嚴懲違規者 (C)隨時與父母聯

繫 (D)依照輔導室的統一規定。 

19. 「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之意義，與皮德思（R. S. Peters）所強調的哪一個教育規準相近？(A)合自願性 (B)

合認知性 (C)合價值性 (D)合邏輯性。  

20. 「教育可促進階級流動」是屬於教育的哪方面功能？(A)政治 (B)經濟 (C)社會 (D)文化。 

21. 下列那一種有關教育的隱喻合乎兒童本位的教育要求？(A)教育即塑造 (B)教育即雕刻 (C)教育即生長 (D)教育

即有機。 

22. 以下對於教育的「內在目的」與「外在目的」之敘述，何者有誤？(A)培養具健全人格為內在目的 (B)開啟學習

者潛能為內在目的 (C)培養社會有用的公民為外在目的 (D)培養具有思考能力的人為外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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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下列有關我國目前教科書開放政策的敘述，何者有誤？(A)教科書編輯單位主要是民間出版社 (B)教科書選用全

交由各任課教師負責 (C)教科書開放常導致課業壓力沈重 (D)教科書審定交由國立編輯館負責。 

24.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的理念，是以下列何者為導向？(A)內容 (B)能力 (C)經驗 (D)素養。 

25.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其意旨最接近下列哪一種教學方法？(A)有教無類 

(B)因材施教 (C)學思並重 (D)重視啟發。 

26. 哪一位中國教育家所主張的教育目的與西方自然主義教育家盧梭類似？(A)孔子 (B)孟子 (C)莊子 (D)墨子。 

27. 在西方教育家中，何人創用產婆術，主張詰問教學法？(A)蘇格拉底 (B)柏拉圖 (C)亞里斯多德 (D)坤體良。 

28. 在西方教育家中，何人認為社會國家中，是由三種心性的人物所組成：理性者是治者、意志者是軍人、而慾望

者是生產階級人士？(A)蘇格拉底 (B)柏拉圖 (C)亞里斯多德 (D)坤體良。 

29. 誰被尊稱為「平民教育之父」、「現代小學教育的鼻祖」？(A)盧梭 (B)裴斯塔洛齊 (C)福祿貝爾 (D)斯賓賽。 

30. 提出「哲學是教育的普遍原理，教育是哲學的實驗室」的教育家是誰？(A)史賓賽 (B)杜威 (C)康德 (D)洛克。 

31. 哪一學派主張一切的知識都是從生活中去實驗與檢驗是否可行而得，強調「做中學」、「教育即生活」？(A)批評

主義 (B)經驗主義 (C)實驗主義 (D)理性主義。 

32. 有關杜威（J. Dewey）教育理論的敘述，何者錯誤？(A)認為教育是經驗的重組與改造 (B)主張教育是為未來生

活作預備 (C)提倡「從做中學」的教育方法 (D)影響進步主義教育運動的發展。 

33. 陳老師在教學方法上相當重視直觀教學與感官訓練價值，請問陳老師的教育觀點比較傾向於下列何者？(A)理性

主義 (B)批判主義 (C)經驗主義 (D)觀念主義。 

34. 有學者認為學校教育是一種公平的選擇機制，也是有效的分類機制，並且相信可以根據學生的能力，將其分配

到不同的社會位置，達到人盡其才的目的。此種概念是來自下列何種理論？(A)結構功能論 (B)社會衝突論 (C)

符號互動論 (D)有機比擬論。 

35. 有關教育社會學的和諧理論和衝突理論的敘述何者正確？(A)衝突理論又稱為結構功能論 (B)衝突理論主張透過

社會化發展社會共同價值與信念 (C)和諧理論主張在調適中求改進，在穩定中求進步 (D)和諧理論主張文化再製

理論。 

36. 研究學生的社經背景對於學習成就方面的影響，這是屬於何種領域的研究課題？(A)教育行政學 (B)教育心理

學  (C)教育社會學  (D)教育人類學。 

37. 現代社會分工複雜，根據社會的結構與需要，將每個人按其性向與能力分配到社會中適當的位置，以達人盡其

才，才盡其用的目的，這是教育的何種功能？(A)文化 (B)社會化 (C)選擇 (D)政治。 

38. 小明上學一段時間後，學習到一些社會規範，並轉變態度。這種轉變屬於結構功能主義的哪個概念？(A)社會化 

(B)文化資本 (C)機械連帶 (D)有機連帶。 

39. 李大華與王志明是小學同班同學。李大華的父母皆為企業公司高階主管，王志明的父母則從事底層的勞動工作。

李大華大學畢業後在某企業公司上班，而王志明國中畢業後就不再繼續升學，一直都在打零工。下列何者最適

合用來解釋以上案例的情況？(A)經濟資本 (B)實用主義 (C)文化資本 (D)社會複製。 

40. 為了促進教育機會均等，政府推出許多政策，請問下列哪一項政策是採取「對於弱勢者給予優惠待遇」？(A)小

班教學精神 (B)十二年國教 (C)教育優先區 (D)高中職社區化。 

41. 在皮亞傑（J. Piaget）的認知發展論中，學童若能用具體事物進行思考，並能理解可逆性的道理，是處於哪一期？

(A)感覺動作期 (B)前運思期 (C)具體運思期 (D)形式運思期。 

42. 六歲的小明認為所有護士都是女性，直到一位男護士量他的體溫與脈搏，才改變其對護士性別的理解。此為皮

亞傑（J. Piaget）理論中的何種觀點？(A)同化作用 (B)調適作用 (C)適應失常 (D)集中現象。 

43. 根據艾里克森（E. H. Erikson）的心理社會期發展論，國小學童的發展危機為何？(A)自主行動 vs.羞怯懷疑 (B)

勤奮進取 vs.自貶自卑 (C)信任 vs.不信任 (D)自我統合 vs.角色錯亂。 

44. 為了促使學校中被記過處分的學生有改過自新的機會，許多學校訂有學生改過銷過辦法，使學生藉由積極良好

或熱心服務的行為來申請銷過。這是下列哪一種增強策略？(A)正增強 (B)負增強 (C)懲罰 (D)隔離。 

45. 要將訊息貯存於長期記憶中，最好的編碼方式為下列何者？(A)聲碼 (B)意/義碼 (C)形碼 (D)動碼。 

46. 在馬斯洛（A. H. Maslow）的需求層次中，最低層次的需求為何？(A)自尊 (B)歸屬 (C)生理 (D)自我實現。 

47. 依照加得納（H. E. Gardner）的多元智能理論，下列哪一項指的是正確建構自我知覺的能力，並運用此種能力計

畫和導引人生？(A)語文智慧 (B)空間智慧 (C)人際智慧 (D)內省智慧。 

48. 下列何種取向的心理學主張個體會主動處理外來的刺激或訊息？(A)行為主義 (B)認知心理學 (C)人本心理學  

(D)精神分析心理學。 

49. 近年來，國內許多學校推動開放教育（open education），請問開放教育主要受到哪一個心理學派的影響？ 

(A)行為學派 (B)認知心理學派 (C)精神分析學派 (D)人本心理學派。 

50. 下列何者對於引發與維持學生的學習動機較無幫助？(A)有效連結學生的新舊經驗 (B)教師主導控制教學活動的

進行 (C)學習任務有一定的難度和挑戰 (D)教師及時給予明確的回饋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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